需要更多关于 PRONTO 的
信息或支持吗？

再见，
Compass!

你好，
PRONTO!

网站：
RidePRONTO.com
PRONTO 支持团队：
(619) 595-5636
周一至五早上 7 点到晚上 7 点
周六上午 10 点到下午 2 点
MTS Transit 商店：
地址：1255 Imperial Avenue

（位于12th 街和 Imperial Transit Center 转乘中心)

周一至五早上 8 点到下午 5 点

用 PRONTO 坐车
在九月整个月
都可以免费！*
• 请在九月整个月用您的 PRONTO
卡无接触感应刷卡或扫描，都不会扣
车费喔！
• 请在 9 月 1 日启用 PRONTO
系统之前把您剩下的 Compass 车
票用完。
• 没有用完的 Compass 车票不能
转到 PRONTO 系统中去。

使用智能手机上的相机扫描
(QR) 快速响应码,
了解有关 PRONTO
的更多信息

圣地亚哥将于 9 月 1 日
启用新的公交付费方式

请在 sdmts.com/PRONTO 网页
了解更多信息
*只有用 PRONTO 卡或应用程序才能免费乘车。
适用于 MTS 公交巴士和有轨电车、SPRINTER 轻轨和 BREEZE

巴士。

开始使用

用 PRONTO 乘坐 MTS 的车辆

为 PRONTO 卡充值

PRONTO 这个 MTS 公交系统的新乘车卡和移动应用程序会
让您为坐巴士和有轨电车付费时更快捷、容易和方便。

每次坐车时都用无接触感应刷卡或扫描

由于这个新的坐车时才付钱的功能，乘客不需要在坐车前
就先付钱。您可以只放进去您当天需要的金额，或者多放
一点钱进去供将来使用。

您来选: 用卡还是应用程序？
乘客可以用 PRONTO 卡或 PRONTO 移动应用程序。如果乘
客希望这两种都用，他们应该先拿到 PRONTO 卡后再把卡
加到 PRONTO 移动应用程序中去，为他们的卡做个虚拟版
本。

去哪里拿到 PRONTO
MTS 在八月和九月会在 MTS Transit 店、转乘中心的
特别活动中、以及应在线/电话请求提供免费的 PRONTO
卡。如果您要找到您附近的特别活动，请在坐 MTS 的车
时留意紫色的“来一张”（‘Take One’）的标识或访问
sdmts.com/PRONTO 网页。从九月开始，所有乘客都能从
有轨电车的售票机以及参加这些话的的零售点拿到一张免
费的 PRONTO 卡（在售票机上必须至少充值 3 美元、在
零售点必须至少充值 5 美元）。请访问 RidePRONTO.com
网站查看零售点名单。
您可以从苹果的 Apple Store 以及谷歌的 Google Play
下载 PRONTO应用程序。请搜索‘PRONTO San Diego’.建
立 PRONTO 的移动应用程序账户总是免费的！

为您的 PRONTO 卡登记
乘客应在 RidePRONTO.com 网站建立账户并把他们的卡登
记起来，以便保护他们卡内的余额、追踪查看他们的乘车
记录、以及查看他们离赢得日票或月票还有多远等等。（
移动应用程序用户可以用他们登入 PRONTO 移动应用程序
的相同用户和密码资料来登入）。没有电子邮件地址的
乘客可以在 MTS Transit 店里或通过电话来登记他们的
PRONTO 卡（电话号码是 619-595-5636）。

乘客必须在每次乘车时在车站及车辆上的确认机上用
PRONTO 卡无接触感应刷卡或扫描 PRONTO 移动应用程
序。如果您在两小时内多次乘车，您只需为第一次乘车
付费，但是您每次上另一辆车时还是必须无接触感应刷
卡或扫描。

用 PRONTO 卡不会让车费变贵。
目前的车费

成人票

最好的票价

SDM（长者、残疾人
士、持 Medicare 保
险者）及青少年票

PRONTO 让乘客能坐车时才付钱。无论是在一天中还是一
个月内，您都无需不必要地多付钱。

单程票
日票

$6.00

$3.00

• 每次乘车会扣去一次单向车费（除非离上次感应刷卡不
到 2 小时）

月票

$72.00

$23.00

• 一旦乘客付足了相当于日票的车费，当天接下来再坐车
就都不会再被收费

$2.50

$1.25

如何为 PRONTO 卡充值

• 一旦乘客付足了相当于月票的车费，当月接下来再坐车
就都不会再被收费

乘客必须在 RidePRONTO.com 网站上、有轨电车售票机和
参加这项活动的零售点为 PRONTO 卡充值。用 PRONTO 移
动应用程序的乘客必须在资料中加上一张信用卡或借记卡
（转账卡）用于付费。充值到 PRONTO 卡中的金额马上就
可以用。

只有用 PRONTO 才能在两小时内免费转乘

购买月票：乘客也可以一开始就购买月票。月票可以

如果您用 PRONTO 卡或移动应用程序，单向车费让您在接
下来 2 小时内可无限次转乘巴士或有轨电车。过了这个
2 小时的时间段后，您下次坐车会被再收取一个单程车
费。（用现金而非 PRONTO 卡支付的单程车费不会包括转
乘福利或帮您赢得日票。）

从每个月（日历月）的第一天用到最后一天。日票不能先
事先 购买。

用现金支付： 乘客可以用现金在有轨电车售票
机、MTS Transit 店和参加这项活动的零售点为 PRONTO
卡充值。乘客不能在巴士上为 PRONTO 卡充值。您还是可
以在巴士（不找零）和售票机上用现金购买单程车票，
但是用现金购买的单程车费不会包括转乘福利或帮您赢
得日票。

最佳票价举例：$6 日票

获得车费减免
符合资格获得减免车费者（长者、残疾人士、持
Medicare 保险者及青少年乘客）可以在 MTS Transit 店
里或致电 PRONTO 支持团队（电话号码是 619-595-5636）
来把他们的 PRONTO 卡或移动应用程序账户换成车费减免
类别。（使用车费减免优惠的乘客必须随时携带资格证
明。）

第 1 次乘车

第 2 次乘车

第 3 次乘车

第 4 次乘车

第 5 次乘车

第 6 次及以后乘车

在巴士收费盒上

在有轨电车确认机上
无接触感应刷卡
（早上 6 点半)

在有轨电车确认机上

有轨电车确认机上

在巴士收费盒上

无接触感应刷卡
（上午 11 点）

无接触感应刷卡
（上午 11 点半）

在有轨电车确认机上
无接触感应刷卡
（下午 2 点半）

$2.50

$0
两小时内
免费转乘

无接触感应刷卡
（早上 6 点）

$2.50

$0
两小时内
免费转乘

$1
最佳票价
您赢得了日票

无接触感应刷卡
（下午 5 点半）
这一天接下来
全部
免费坐车！

